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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13 日，山西公安山西公安审

批服务“一网通一次办”平台正式上线。2018 年

7 月 1 日在全省全面上线。山西公安审批服务

“一网通一次办”平台依托我省“一云多网、两

级中心”公安大数据架构，构建“服务集成———

数据汇聚———信息流转一网通、网上预约———

综合受理———限时审批一次办”服务模式，具有

“全省域、全覆盖、全流程”三大特点：一是“全

省域”，即全省一张网：通过打通内、外数据壁

垒，实现了跨地区、跨部门、跨警种数据汇聚、

信息共享，真正做到了全省一张网；通过统一

标准、流程再造，形成了省、市、县、所队四级公

安便民服务体系，群众可通过微信端平台统一

入口登陆，实现线下线上无差别受理、同标准

办理。二是“全覆盖”，即业务全覆盖：平台涵盖

了治安、户政、出入境、交管、消防、监管、宣传、

禁毒、网安等警种的 254 项审批服务项目，其中

95%以上的项目可实现“一次办”，85%以上的数

量可实现“一网通”，每年将有 5000 万人次到公

安机关办事实现“一次办”，让群众实实在在感

受到最便利、最快捷、最贴心。三是“全流程”，

即全流程上线：平台打通了“网上认证、网上咨

询、网上预约、网上申请、网上办理、网上支付、

网上查询、快递直达、网上反馈”等全流程办理

闭合环路，实现了全事项公开、全流程可溯、全

方位监督，构建了公正、透明、便捷、高效的公

安服务体系，做到了审批服务网上办、服务群众

零距离。

“一网通一次办”平台顺应群众需求、立足

群众受益，开设了智能客服、预约上门服务等特

色业务。智能客服，就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设

置了具有学习能力的在线警务小助手，可通过

语音或文字与群众交流，全天候指引服务群众

办事。预约上门服务，就是对特殊群体，比如因

年老体弱、身体伤残等原因卧床不起、行动不便

的群众，设置了在线预约上门服务功能，通过预

约民警可上门提供办户办证等服务。

山西公安审批服务“一网通一次办”平台

的建设，是深化公安改革、便民利警的一项重要

举措。平台全面上线运行后，全省公安机关所

有服务窗口将全力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网上

办、一次办”“不见面审批”将成为现实，给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方便。同时，通过信

息化技术和数据共享，大幅减少民警工作量，有

效提升了警务效能，解放了警力。通过审批服务

全流程网上办理，所有收费实现网上支付，民警

不直接接触钱，有效杜绝“吃拿卡要”等群众身

边的腐败问题，促进公安队伍作风转变，树立公

安机关的良好形象。

因为平台建设时间短，且刚刚上线，还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不断进行优化完善。群众

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咨

询建议”栏目进行反馈，我们将及时改进，努力使

平台实用好用，让群众愿用爱用。

下一步，山西公安将借助腾讯公司的技术

优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真正使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地见效。同时，通过

信息技术与公安业务的融合，进一步提升公安

工作智能化水平，改进警务工作流程，打造新型

警务模式，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职责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

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沁县公安局
2018 年 6 月 28 日

山西公安审批服务“一网通一次办”全面上线
（山西公安大动作：一网通！一次办！）

为摸清“三农”基本国情，查清“三农”新

发展新变化，在国家和省市农普办的统一领导

下，我县组织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这

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时

期资料为 2016 年度。普查对象包括农业经营

户，居住在农村有确权（承包）土地或拥有农

业生产资料的户，农业经营单位，村民委员

会，乡镇人民政府。普查主要内容是农业生产

能力及其产出、农村基础设施及其基本社会服

务和农民生活条件等。农业普查采用全面调查

的方法，由普查员对所有普查对象进行逐个查

点和填报。全县共组织动员了普查员、普查指

导员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工作人员 1007 人，登

记了 4.4 万农户、312 个村级单位、13 个乡级

单位、348 个农业经营单位。首次利用国产自

主卫星及无人机技术对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进行遥感测量，采用手持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入

户登记，大大提高了普查数据质量。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在国家和省市农普

办组织数据质量抽查基础上，沁县农普办组织

了对乡镇的数据质量抽查工作，评估了普查数

据质量。综合抽查结果显示，全县农业普查登

记户的漏报率，普查指标数据差异率符合要

求，数据质量达到设计标准。

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的有关规定，

沁县农普办和沁县统计局将分期发布普查公

报，向社会公布普查的主要结果。

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
沁县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共调查了 13

个乡镇，其中乡 7 个，镇 6 个；312 个村，其中

306 个 村 委 会，6 个 涉 农 居 委 会 ；533 个 自 然

村；1 个 2006 年以后新建的农村居民定居点。

一、农业经营主体
2016 年，全县共有 348 个农业经营单位。

4.3 万个农业经营户，其中，91 个规模农业经

营户。5.1 万个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二、农业机械
2016 年末，全县共有拖拉机 1804 台，耕

整机 213 台，旋耕机 942 台，播种机 794 台，联

合收获机 132 台，机动脱粒机 194 台。

三、土地利用
2016 年末，耕地面积 37.9 千公顷（国土

资源部门数据），实际经营的林地面积 15.3 千

公顷（不含未纳入生态公益林补偿面积的生态

林防护林）。

四、农村基础设施
2016 年末，在全县乡镇地域范围内，有

火车站的乡镇占 7.7%。全县所有的村通公路，

52.6％的村通公共交通。

2016 年末，全县所有的村通电，9.9%的

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2016 年末，全县所有的乡镇集中供水或

部分集中供水，76.9%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处

理或部分集中处理。66.3%的村生活垃圾集中

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8.3%的村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25.3％的村完成或部

分完成改厕。

五、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2016 年末，全县所有的乡镇有图书馆、

文化站，7.7%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7.7%的

乡镇有体育场馆，30.8%的乡镇有公园及休

闲健身广场。49.7%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

2016 年末，全县所有的乡镇有幼儿园、

托儿所和小学。19.9%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

2016 年末，全县所有乡镇都有医疗卫

生机构和执业（助理）医师，84.6%的乡镇有

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84.3%的村有卫生室。

六、农民生活条件
2016 年末，全县 99.0%的户拥有自己

的住房，42.1%的户使用经过净化处理的自

来水，1.6%的户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

注：
1.乡镇：指行政建制是乡、镇，包括重点

镇、非重点镇和乡。不包括街道办事处和具有

乡镇政府职能的农林牧渔场等管理机构。

2.村：指村民委员会和涉农居民委员

会所辖地域。

3.自然村：指在农村地域内由居民自

然聚居而形成的村落，自然村一般都应该

有自己的名称。

４.农业经营单位：指省内以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单位和未注册单

位，以及不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

人单位或未注册单位中的农业产业活动单

位。既包括主营农业的农场、林场、养殖场、

农林牧渔场、农林牧渔服务业单位、具有实

际农业经营活动的农民合作社；也包括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

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基金会等单

位附属的农业产业活动单位。

５.农业经营户：指居住在省内，从事

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农业

经营户。

６.规模农业经营户：指具有较大农业

经营规模，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

户。规模化标准为：

种植业：一年一熟地区露地种植农作

物的土地达到 100 亩及以上、一年二熟及

以上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 到 50

亩及以上、设施农业的设施占地面积 25 亩

及以上。

畜牧业：生猪年出栏 200 头及以上，

肉牛年出栏 20 头及以上，奶牛存栏 20 头

及以上，羊年出栏 100 只及以上，肉鸡、肉

鸭年出栏 10000 只及以上，蛋鸡、蛋鸭存栏

2000 只及以上，鹅年出栏 1000 只及以上。

林业：经营林地面积达到 500 亩及以上。

渔业：淡水或海水养殖面积达到 50

亩及以上，长度 24 米的捕捞机动船 1 艘及

以上，长度 12 米的捕捞机动船 2 艘及以上，

其他方式的渔业经营收入 30 万元及以上。

农林牧渔服务业：对本户以外提供农

林牧 渔服务的经营性收入达到 10 万元及

以上。

其他：上述任一条件达不到，但全年

农林牧渔业各类农产品销售总额达 到 10

万元及以上的农业经营户，如各类特色种

植业、养殖大户等。

7.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指在农业经营

户或农业经营单位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累计 30 天以上的人员数（包括兼业

人员）。

８.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在

2.2 千瓦（含 2.2 千瓦）以上的拖拉机，

包括小四轮与手扶式。

９.耕整机：指自带发动机驱动，

主要从事水田、旱田耕整作业的机械，

包括微耕机、田园管理机等。

10. 旋耕机：指与拖拉机配套完

成耕、耙作业的耕耘机械。

11. 播种机：包括条播机、穴播

机、异型种子播种机、小粒种子播种

机、根茎类种子播种机、撒播机、免耕

播种机等。

12. 联合收获机：指能一次完成

作物收获的切割（摘穗）、脱粒、分离、

清选等其中多项工序的机械。包括稻

麦联合收割机、玉米联合收获机。

13.机动脱粒机：指由动力机械驱

动专门进行农作物脱粒的作业机械。

14. 排灌动力机械：指用于农用

排灌作业的配套动力机械，包括柴油

机和电动机。

15. 实际经营的林地面积：指普

查年度内，农业经营户和农业经营单

位实际用于经营的林地面积。林地指

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及沿海

生长红树林的土地。包括迹地，不包括

居民点内部的绿化林木用地，铁路、公

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以及河流、沟渠

的护堤林。不包括未纳入生态公益林

补偿面积的生态林防护林。

16. 有火车站的乡镇：指在乡镇

辖区内有国家铁道部门设立的能够正

常进行货物或旅客运输的站点。

17. 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乡镇：
指 在 乡 镇 辖 区 内 有 符 合 中 国 交 通 部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的高速公路

出入口。

18. 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
指本村地域内有为网上购物等新型商

品交易模式服务的配送站点。

19. 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乡
镇：指全部或部分住户通过城乡自来

水管道网饮用自来水的乡镇。

20.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
中处理的乡镇（村）：指本乡镇（村）辖

区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集中处

理，或者虽然没有垃圾处理设施，但是

对垃圾实行统一集中清运处理。

21.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
中处理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污水处

理设施进行污水集中处理，或者虽然

没有污水处理设施，但是对污水实行

统一集中收集由其他单位处理。

22. 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

指本村地域内完成或部分完成了露天

粪缸、粪坑、旱厕、简易厕所的改造，大

多数或全部居民使用带有化粪池、沼

气池或三隔池厕所，部分居民使用公

共厕所或其他村里指定的定点场所作为倾倒粪便的场

所。

23.有图书馆、文化站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有经

过文化管理部门批准，并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和文化站，

不包括单位内部的图书室。

24.有剧场、影剧院的乡镇：指乡镇辖区内有独立核

算的专用剧场和属文化部门主管的能演出戏剧的影剧

院、兼映电影的剧场，以及附属在剧院、团公开营业的非

独立核算的剧场、排演场。

25.有体育场馆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有体育场

和体育馆。体育场指有 400 米跑道（中心含足球场），有固

定道牙，跑道 6 条以上并有固定看台的室外田径场地。体

育馆指有固定看台，可供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体

操等项目训练比赛活动用的室内运动场地。包括学校或

企事业单位的对外开放的各类体育场馆，但不包括体育

健身广场。

26.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

内有经过有关管理部门批准，供居民休闲游玩的地方。

27.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由村集

体、个人或其他机构举办的主要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的、有

固定场所和必要设施的体育活动站、馆、场所等。

28.有幼儿园、托儿所的乡镇（村）：指乡镇（村）辖区

内有幼儿园、托儿所，包括学前班，以及虽未经有关部门

批准，但却有一定规模（儿童数超过 10 人）的个人办幼儿

园、托儿所。

29.有小学的乡镇：指乡镇辖区内有经过县及县以

上教育部门批准，以招收适龄儿童为主实施小学教学计

划的学校。

30.有医疗卫生机构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有从

卫生行政部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许可证》，或从民政、工商行政、机构编制管理部门

取得法人单位登记证书，为社会提供医疗保健、疾病控

制、卫生监督服务或从事医学科研和医学在职培训等工

作的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31.有执业（助理）医师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有 1

名或 1 名以上具有《医师执业证》及其“级别”为“执业医

师”、“执业助理医师”且实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

人员，不包括有执业证但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医师。

32.有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

内提供食宿、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伤残革命军人休养院、复

退军人慢性病疗养院、复退军人精神病院、光荣院、社会

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福利院、老年收养性机构（敬

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收养性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的乡镇。

33.有卫生室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经县及县以上

医疗主管部门许可，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创办的卫生

室（所、站）。卫生室（所、站）需要拥有固定经营场所，主

要从事医疗卫生活动。不包括专业的牙医室，以及主要从

事药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34.住房：一般指有墙、顶、门、窗等结构，周围有墙，能

防风避雨，供人居住的房屋。按照各地生活习惯，可供居住

的窑洞、竹楼、蒙古包、帐篷、毡房、船屋等也包括在内。

35.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指通过自来水厂或集

中净化设施进行净化和消毒、并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

供人们生活的水。

36.水冲式卫生厕所（冲入下水道、化粪池和厕坑）：

指有上下水系统，或厕间有备水桶（瓢冲），坐便或 蹲 便

器有 水封 或 无水 封 的厕 所 ，且 粪便 及 污水 冲 入到 下 水

道、化粪池和厕坑，无蝇，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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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岁，人生不易，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写点东西，以作纪念。

（一）

幼小家贫穷潦倒，八岁投身去放羊。

四六沁县城解放，土改翻身见阳光。①

（二）

放下羊鞭进校园，读书方知启蒙香。

老师品高勤教诲，十五我考头名榜。

学校团委当书记，县团代会发言响。

四八整党党门开，十八岁我入了党。②

三高学习虽时短，为我一生奠基强。

（三）

三高毕业到长治，考入华北二工技。③

身体欠佳辍了学，任教册村下张庄。

（四）

大势迎来好机遇，天时地利人携帮。

调我进入县委会，当年我正血气刚。

农工，县办十三载，革命年代风雷荡。

58 盛行共产风，抵制浮夸被冤枉。④

县委甄别平了反，挺起腰杆向前方。

（五）

三十二岁到基层，四个公社任书记。 ⑤

情系“三农”十三春，增产增收为农想。

长子四清六五年，高庄担任工队长。⑥

（六）

文革册村任书记，罢官夺权当黑帮。

十年动乱不会忘，直到粉碎四人帮。

（七）

后调县委农部长，主管政策不走样。⑦

互助合作公社化，亲身经历事难忘。

（八）

后来担任副县长，分管财贸搞工商。

九载人大副主任，直言敢谏秉执法。 ⑧

（九）

退休走进老促会，老年大学兼校长。

弘扬书法育新人，执教书画研习忙。

（十）

我本秉性刚而直，胆大敢为不畏强。

千难万险何所惧，有容乃大无欲刚。

使命在肩不懈怠，重在责任与担当。

牢记使命是天责，人民利益心里装。

谨慎躬行严律己，清正廉洁不彷徨。

嫉恶如仇惩腐恶，求真务实忌张狂。

风风雨雨四二春，高谋低就智裁量。

道路坎坷路漫漫，步步踏实喜洋洋。

（十一）

农业是我老本行，情系三农长思量。⑨

农村改革转型时，我写论文表衷肠。

三十一年重再现，十家媒体来函访。

一带一路十九大，中央党校被选登。

人民日报有共鸣，优秀论坛也上榜。

一篇论文惊四座，回眸我生幸无枉。

（十二）

非遗书法是国粹，传承书艺理担当。

沁县书协成立早，书协推我任会长。

引领会员学书法，众志成城研习忙。

传统根基要扎实，临创结合走正道。

沁县出现书法热，书法水平大提高。

书法伴我渡终身，陶情养性乐其中。

弘扬书艺临兰亭，写好书法为人民。

书法作品登国榜，辞书典集有我名。

编著出版书九册，文化强国当弘扬。⑩

（十三）

贤妻芝兰好内助，棉毛厂中一贤工。

耿耿丹心为治家，厂务繁重肯献身。

省吃俭用过光景，持家有道勤为本。

处人和善人缘好，任劳任怨不悔心。

生男养女衍后世，立业创家奠根基。

磕磕碰碰心不变，衷心不二永相随。

四男三女皆孝敬，成家立业各显能。

德寿双臻诚可贵，日月光辉见真情。

（十四）

我本不是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

亦不是个好干部，巴望后人更奋进。

做点成绩微不道，只是尽力尽了心。

期盼子孙康而健，团结聚力接力行。

四世同堂乐融融，八六抒怀慰吾心。

父母生养永铭记，党的恩情比海深。

全家不忘共产党，新时代里再登程。

八十六岁抒怀
梁晓光

注：

①1946 年 7 月 21 日，沁县城解放。

②48 年党公开，学校整党。

③51 年三高毕业考入华北第二工业技术学校，校

址长治梅辉坡。

④中央反右倾批判彭、黄、张、周，沁县批判张贵

成、张毓英、刘瑛、李秉钧，工会主席李跃先、沁中王运

中、梁晓光也是批判对象，后甄别平反。

⑤南仁，册村，樊村，城关四个公社书记 13 年。

⑥65 年“大四清”在长子草房公社高家庄任工作

队队长。

⑦1966 年继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之后，沁县革命造

反总指挥部大联合于 1967 年 2 月 5 日在沁县人民武装

部的大力支持介入下，一举夺了沁县县委政府党政财

文大权，当时我在总指挥部办公室工作，〔4.5〕革命委

员会成立后，我在革委政治部、业务组、学大寨办公室

工作，70 年调任樊村公社书记。

⑧1981 年当选沁县第七届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

财贸。1985 年当选人大副主任，先后三届 9 年。

⑨1986 年在长治处级领导培训班写的一篇论文

《农业生产责任制与生产资料的合理再分配》，时隔 31

年先后有 10 家期刊登载，其中有 2017 年中央党校来函

十九大“一带一路”作为 19 大献礼，中国优秀干部论

坛，人民日报杂志社刊登。

⑩先后出书：梁晓光七秩回眸，沁县碑铭集，沁县

古今书法荟萃，梁晓光书法集，梁氏族谱方剂手迹，致

远堂法书，康熙墨宝千字文，沁州书魂，结晶集，本人业

绩，书法艺术载世界名人辞典等 60 余家刊物。

王丁戌，1942 年生，山西沁县人，翰墨千秋签

约艺术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历任山西省书法

家协会常务理事，山西省长治市书法家协会第一任

主席，现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书画院院士，中

国书画研究院院士，其艺术词条被录入《当代书法

家大辞典》，人民日报海外版授予“中华艺苑名家”

称号。师承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吴善璋老师，

书体以真、草、隶、篆为一身，尤以隶书见长。近日，

由他书写的“敏于行而慎于言”作品被全国人大图

书馆收藏。

王丁戌书法作品被全国人大图书馆收藏

沁 县 统 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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